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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政府问计未来农业政策 Once-in-a-generation opportunity to shape
future farming policy
[Defra, 2 月 27 日] 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戈
夫 （Michael Gove） 2 月 27 日宣布启动未
来农业政策的全国咨询。 农民、土地拥有
者、食品生产商们将有一次“一生难逢”的机
会来塑造英格兰未来的农业与环境。
政府建议将共同农业政策（CAP）框架下基
于耕种土地面积的直接支付转变成基于“公
共资金用于公共物品”的原则，支付农民改
善环境和投资于可持续粮食生产的活动。
其它可以得到资助的公共物品，包括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技能投资，提供公众进入农
地和乡村的通道，提升畜牧福利标准，以及支持乡村和高地社区韧性的各种措施。
政府提议的农业转型期将会持续数年，在此期间直接支付还会继续，为农民准备进入
新的系统提供了稳定和确定性。
同时，对最大土地拥有者减少直接支付在农业转型期的第一年就可以省出 1.5 亿英镑，
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环境和提供其它公共物品。
在这份题为“健康与和谐：绿色脱欧中的粮食、农业与环境”的咨询文件中，政府寻求
以下方面的反馈：


逐步退出直接支付的不同选择，从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开始，同时建立新的环境
土地管理制度；



在新制度下符合政府资金支持的公共物品的范围，比如高动物福利标准、野生
动物保护、公共通道、新技术；



废除目前因微小失误惩罚农民的严厉执法，建立更有效的检查制度维护重要的
环境和动物福利标准；



新的商业模式和激励办法让产业投资于创新和新技术来提高生产力。

本次咨询为期 10 周， 于 5 月 8 日结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威尔士启动“农业新人”计划，支持青年农民创新'Young People in
Agriculture' scheme launches to assist Welsh farmers
[Farming UK， 2 月 5 日] 威尔士政府拨出
600 万英镑资助青年农民计划，帮助年龄在
40 岁以下，希望建立新业务或发展现有业
务，有成就的年轻农民。150 名农民有机会
获得价值 4 万英镑的创业支持补助。
成功的申请者需要证明，在英国脱欧转型
期，他们有能力领导一个充满活力的业务，
并推动更广泛的行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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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资金可用作营运资金，将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分三次支付，但个人需要
符合商定的关键绩效指标获得资助资格。
根据以下选择标准对申请者进行评分和排名：业务类型、业务结构、学历、持续专业
发展水平、以及商业计划的实力。将对所有申请者排名，直到选够 150 名。
除了支助计划之外，政府还提议设立一个农业青年论坛。
论坛成员将与威尔士政府合作制定有利于农业家庭、农企和威尔士乡村的政策。
论坛的目的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直接向部长、高级官员和行业机构表达意见的机会，
以支持下一代人加入农业。
对于新计划的启动，威尔士青年农民俱乐部 YFC 农村事务主席 Dafydd Jones 表示，农
业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行业”，而目前农民的平均年龄接近 60 岁，这
个行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新鲜血液”。
Dafydd Jones 说“这种支持非常重要，年轻入行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踏上农业发展阶
梯，从而确保威尔士的农业生产充满活力和有影响力，同时实现可持续的食品生产体
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议员呼吁在中学设置农业课程 MP calls for introduction of GCSE
agriculture
[Farming UK，2 月 7 日] 有国会议员建议，应该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注：一
般是 15-16 岁孩子就读）中增加农业课程，供全国各地青少年选择，以帮助英国获得更
有生产力的劳动大军。
根据约克外围保守党国会议员，曾经是农民的朱利安·斯特迪（Julian Sturdy）的说法，
这个课程可以帮助英国创建一个“更高技能，更高效的劳动力队伍”。
斯特迪先生表示这将使对食品和农业感兴趣的青少年“尽早”迈上这一阶梯。
农业和土地利用 GCSE 课程于 2013 年在北爱尔兰推出。目前，爱尔兰是英国唯一拥有
农业 GCSE 证书的地区。
斯特迪先生说，提供 GCSE 农业课程证书将有助于推动年轻人获得“熟练和充实的未来
职业”，并通过提供一个年轻受过教育的生力军，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英国最知名农民之一, BBC《乡村档案》（Countryfile） 节目主持人亚当・亨森
（Adam Henson），也呼吁在 GCSE 中引入农业课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推出新举措帮助农民和小规模种养者 New measures to help farmers
and growers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
[Defra, 2 月 16 日] 英国政府宣布一项 1 千万
英镑的“合作基金”，帮助农民和小规模种
植者能够与食品供应链上的大商家竞争并且
共同繁荣。
基金的设计将要与农业产业协商进行， 并
通过征集有兴趣的合作者一起执行。基金将
资助建立或扩大农民团体，利用新的市场机
会， 使他们的生意更加兴旺。农民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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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使农民能够得益于规模经济，分享知识，合作推销产
品。
政府推出的这项基金是对杂货店规范评审员（Groceries Code Adjudicator）的一项咨询
建议的响应，同时， 政府还要推出其它措施保护农民和小规模种养者的权益， 包
括：
•

执行牛奶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强制性合同，明确合同条例， 包括送货价格，
送货时间，合同期限，支付程序以及原奶的运送安排，从而保护奶农的利益；

•

要求屠宰场使用羊躯体分级标准表，帮助农民得到的支付更透明，农民出售动
物的价格更加确定；

•

与产业合作， 改进整个供应链的价格透明度，使农民和小规模种养者能够看到
他们是否得到公平交易；

•

由竞争与市场署评估是否有更多的杂货零售商能够纳入杂货店规范评审员的职
责范围；

•

告知农民和小规模种养者们小生意专员（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的职
责， 以应对延迟支付的问题。

说明:
1. 英国的杂货店规范评审员 是一个独立的 监管机构，确保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们合
法公平地对待他们的供货者
2. 小生意专员制度于 2017 年 12 月启动，用于支持小生意解决支付纠纷,制止不公
平的支付行为。专员还要处理小供应商（少于 50 雇员）和大客户之间的投诉。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呼唤新的农业技术革命 Business Secretary calls for new tech
revolution in agriculture
[BEIS, 2 月 21 日] 英国商务大臣格雷
格·克拉克（Greg Clark）宣布一项新的 9
千万英镑的资金，整合英国农业食品领域
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数字科学方面的专家
来帮助农民和农业供应链的企业拥抱新的
技术和创新。
这项资金将构成产业战略挑战基金的一部
分，帮助农业食品行业采纳新的技术和创
新，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促升乡村
发展，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
英国政府的产业战略（Industrial Strategy ）提出了提高生产力和收入能力的长远规划。
通过产业战略，政府和产业合作，为经营部门创造更好的高收入就业岗位，并且为英
国未来领导高技术和高技能的产业铺平道路。
通过产业战略，政府还致力提高英国研发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 到 2027 年达到
GDP 的 2.4%。 这将是英国迄今最大的研发投资，将助力英国成为世界最为创新的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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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这项资金将通过支持以下活动加强英国的农业食品部门：


通过新的挑战平台，汇集农民，商业和学术人员共同开展重要研究课题；



支持创新加速器，加快探索新技术的潜在商业价值；



展示创新型农业技术及其实际操作；



启动新的双边研究项目，识别国际共同的重要领域，为开拓海外农业技术和创
新制造出口机会。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援助计划支持开创性“超级作物”研究 UK aid backs groundbreaking British research into ‘super-crops’
[DFID, 1 月 26 日] 英国科学家引领的尖端研究，除了开发防止牲畜患毁灭性疾病的药
物以外，还寻找能够使农民种植的作物更有营养、更抗病、更能抵御非洲的严重洪水
或干旱。
数百万非洲人民依靠农业养家糊口，由于干旱、洪水这些摧毁生计的自然灾害，不得
不为生产足够的食物放在餐桌上而挣扎。
目前，由英国援助计划支持的英国科学家们正在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寻找作物中使
作物更有营养，更快速生长，并且更能抵抗疾病和极端天气的特定基因。这项“超级作
物”研发，将帮助 1 亿非洲农民摆脱贫困，从而建设繁荣稳定，有助于非洲国家成为英
国未来的贸易伙伴。
国际发展大臣佩妮·莫当特（Penny Mordaunt），在陪同比尔·盖茨访问爱丁堡大学时，
宣布了这项由国际组织 CGIAR 承担的英国新援助研究。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国际研究的重要合作伙伴，将进一步投资英国的畜牧研
发。
国际发展大臣佩妮·莫当特说：
•

无法预测的洪水、植物病害和干旱，威胁到非洲数百万农民的生命和生活，这
些农民正在挣扎着种植足够的粮食吃饱肚子。这项研究任务的紧迫性显而易
见。

•

这是为什么英国援助计划支持英国科学家开发更高产量、更有营养、更能抵御
干旱和洪水的新作物，以及开发新的药物来保护牛和家禽免受毁灭性疾病的威
胁。

•

这项英国援助的变革性研究，将不仅阻止摧毁非洲农民生计的疾病，还将帮助
英国农场控制牲畜疾病。

•

与盖茨基金会等组织建立的新理念、尖端科学和创新的合作关系，将帮助英国
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也更加安全与繁荣的世界。

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家们也针对造成非洲农民巨大经济损失的疾病，包括 动物非洲锥虫
病（AAT），引领着开拓性的研究。这种疾病每年造成 300 多万头牛死亡，据估计造
成非洲总计超过 4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引起人的昏睡病。
科学家相信在未来五年内，一种用于治疗 AAT 的新药将会问世。英国科学家已经发现
了新分子，可以发展成为这个灾难性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最终将其消灭。
这项研究还可以在未来通过疾病到达英国之前找到应对办法，帮助面临类似威胁的英
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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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还在致力于减少许多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所产生的影响，如猪囊虫
病（Porcine Cysticercosis），这是发展中国家癫痫病的最常见原因。科学家们目前正在
测试一种对付这种疾病新疫苗的有效性，这将有助于保护家庭和社区的健康。
莫当特女士还宣布了建立设在爱丁堡和内罗毕的热带牲畜遗传与健康中心的计划。
该中心将利用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最新科学进展，将其应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小农户和家禽农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18 - 英国农业的数字革命年 2018 will be 'great year' for British farming
as its enters 'digital revolution'
[Farming UK, 1 月 29 日] 根据一家机器人公
司的说法，今年是农业“伟大的一年”，因为
它即将迎来一次大的革命。
英国农业科技终于从田间试验走向田间应
用，在 2018 年，农业将步入数字化。
新成立的农业技术小型机器人公司预测，该
技术将在三到五年内商业化，并在十年内达
到主流规模。
他们说，展示机器人潜力的大规模商业田间
试验，将在下一个生长季节完成。
哈珀亚当斯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以机器人和 Hands Free Hectare 自动化农
业项目在这些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农业技术小型机器人公司 Small Robot Company 的联合创始人 Sam Watson Jones 说：
“利润、收成和环境一直是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处在了
又一次农业革命的前夕， 2018 年对农业来说将是伟大的一年。”
该农业技术公司预测，机器人仅是一幅大“拼图里的第一小片”。完全成熟的数字农场
将由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构成，包括机器人、无人驾驶飞行器、自动机械车辆和
人工智能。
最终，这将导向“农业数字化转型”，并释放农民潜力，倍增其采集、处理和利用数据
的能力。
改变农场生产力的一种方式，是将劳动力从不增值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让更多的农民
有更多的机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所有这些变化的驱动力是人工智能的增加。新的数据显示，在农业方面，预计呈指数
级增长，到 2025 年，全球总值将达到 26 亿美元。
根据“农业科技人才市场 -至 2025 年全球预测”新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5 年，这
个市场将从 2017 年的 5.181 亿美元，按 22.5％增长，达到 26 亿美元。
英国政府在其“产业战略”中，把人工智能作为不断提高生产力目标的核心。
政府想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工业革命”到 2030 年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
家。
政府已经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7.25 亿英镑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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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也宣布了一项 5 亿英镑的新项目，旨在巩固英国在不断发展的农业技术行业中创
新者的地位。
这项开发可容纳 4000 名员工，将汇聚农业和科技公司，成为一个引领全球农业创新与
提高生产效率的中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Pirbright 研究所守护英国保持蓝舌病零感染 Pirbright helps demonstrate
the UK remains free from bluetongue virus
[BBSRC，2 月 2 日] Pirbright 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保证英国蓝舌病零感染，发挥了关键
作用。
蓝舌病毒 BTV 在农场家畜如绵羊、山羊和牛中引起一种疾病，该疾病及其引起的移动
限制严重影响畜牧生产。自 2006 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北欧地区受到 BTV 感染。
因为英国仍然没有发现蓝舌病毒，所以，对从受感染的邻国运输来的活动物进行准确
监测至关重要。
在英国，这项工作是由 Pirbright 的 BTV 欧洲参考实验室担任，该实验室证实 2017 年
10 月从法国来的牛受到感染。当时这些 BTV 病例立即得到证实，并且，Pirbright 病毒
蔓延和传播方面的专家，与其合作伙伴动植物卫生署（APHA）、苏格兰政府和环境、
食品与乡村事物部（Defra）紧密合作，就何时何地应进行二次监测以发现可能的传播
提供建议。
Pirbright 研究所的 Carrie Batten 博士说：“快速响应并通过检测验证保证高度确定性，
是减少这些事件影响的关键。这些事件突显了英国处于邻国有病毒存在的挑战，并强
调了联合行动共享信息的至关重要。”
为了估计病毒传播时间，科学家研究了影响 BTV 传播的多个因素，包括随季节性变化
的成年雌性库蠓（Culicoides）（它们传播病毒）数量规模以及病毒复制温度。然后，
Pirbright 的参考实验室对感染牛所在地区的牛采集的数百个样本进行了处理，以证明没
有进一步传播。
BBSRC 首席执行官 Melanie Welham 教授说：“Pirbright 团队开展的工作，对于生物学
研究如何在保护英国方面起着重要和日常作用，以及我们持续支持生物科学和各方合
作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有机食品销售创新高 Organic food and drink sales rise to record levels
in the UK
[Guardian，2 月 7 日] 英国有机食品销售
连续六年增长。去年，有机食品和饮料
的销售额增长了 6％，达到创纪录的 22
亿英镑，这主要得益于独立销售点和送
货上门的强劲推动，使其有机销售增长
超过了竞争对手超市。
根据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的一
份新报告，现在几乎有 30％的有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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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是在网上或在街面上进行。英国土壤协会是一个授权有机产品，并促进有机农业
的贸易机构。
经过六年的连续增长，有机食品销售终于从经济衰退引起的下滑后反弹回升。从 2016
年的 20.9 亿英镑增长到去年的 22 亿英镑，超过了经济衰退前的历史最高点- 2008 年的
21 亿英镑。
根据食品和饮料联盟（Food and Drink Federation）的统计，有机食品市场相对于整体
食品和饮料行业的规模（这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目前价值 1120 亿英镑）显然过
小。然而，报告称，非有机食品销售同期仅微增 2％。
超市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4.2％达 15 亿英镑，而独立食品店， 包括熟食店，精美食品
店，健康商店，农场商店，农贸市场和零售商如 Whole Food Markets 和 Planet Organic
的销售额跃升 9.7％ 至 3.59 亿英镑。送货上门服务增长了 9.5％，达到 2.86 亿英镑。
消费者也购买更多的非食品类有机商品，美容产品销售额增长了 24％，纺织品销售额
增长了 25％。
土壤协会认证业务发展总监 Clare McDermott 说“我们知道购物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
越来越看重信任度、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价值”。
“有机食品能够提供这些价值，无论是在营养和对环境影响方面，有机和无机之间差异
的证据越来越多，越来越被视为健康和道德的选择。随着对有机增长的理解，以及对
英国脱欧后形成新贸易协议的期待，这种有机保证标志会变得更加重要。”
新兴消费者的需求增长也推动了餐饮业和餐馆中有机产品种类的增加，2017 年的销售
额增长 10.2％达到 8,440 万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脱欧促进英国食品饮料出口激增 Food and drink export sales soar in Brexit
boost
[Defra，2 月 11 日] 去年英国食品和饮料
的海外销售继续飙升，创下 220 多亿英镑
出口纪录，显示了全球对英国风味、质量
和高标准食品的期望。
英国食品和饮料已销售到 217 个市场，从
销售额来看，牛奶和奶油增长 61％，三文
鱼增长 23％，猪肉增长 14％。
随着人们对英国酒的需求上升，在远至日
本和新西兰的货架上也能见到英国啤酒，
而英国品牌的杜松子酒（金酒），国际销
售额超过 5 亿英镑，继续经历“金酒复兴”。此外，从 2017 年 1 月到 12 月，向法国出口
了 8500 万英镑的奶酪，向比利时出口了 2100 万英镑的巧克力，甚至向中国出口了 200
万英镑的茶。
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大臣 Michael Gove 说：
“农民、渔民和食品生产商都在帮助提供脱欧的额外好处 - 出口了比以往更多的英国食
品和饮料。
英国经济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表明绿色英国脱欧可以为全国带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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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产品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揭示了英国准备离开欧盟背景下，生产商和制造商
的巨大机遇。美国仍然是英国在欧盟之外的最大市场 - 去年出口价值 23 亿英镑，比前
一年上涨 3％。
正如首相在最近中国之行中展示的那样，英国的美味食品和饮料在全球范围内继续火
爆，中国目前已成为其第八大出口市场。去年，中国消费者的购买价值是 5.6 亿英镑，
他们对英国三文鱼、威士忌和猪肉特别喜欢。
若英国企业希望进军海外市场，或扩大当前的海外客户群，政府及其贸易专家团队将
继续给予鼓励和大力支持。
英国主要出口食品包括：
威士忌（45 亿英镑）; 三文鱼（7.2 亿英镑）; 巧克力（6.8 亿英镑）; 奶酪（6.23 亿英
镑）; 啤酒（6.03 亿英镑）; 贝类（6 亿英镑）
出口到的前五大国家：
爱尔兰共和国（37 亿英镑）; 法国（23 亿英镑）; 美国（23 亿英镑）; 荷兰（15 亿英
镑）; 德国（14 亿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农民成立自然友好农业网络 Nature Friendly Farming Network
建立自然友好农业网络的缘由
自然友好农业网络是一个倡导可持续，有
利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群体。成
员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大的、小的、
有机的和传统的农场。大家对确保农村富
有生产力并适合各种野生动物生存充满激
情。
这个网络对农民和公众都是开放的。网络
旨在提高对自然友好农业的意识，分享见解和经验，并为有更好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共
同努力。
英国农业政策正处在关键时刻。后脱欧的决定将关系到英国农业稳固可持续的未来，
在更大程度上帮助自然使其持续和繁荣。自然友好农业网络希望帮助其成员在这些重
要的政策辩论中发出强烈的声音。网络还要通过农民和自然携手共建未来，激励公
众。
网络成员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可以学习更多，激励更多的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网络的宣言
农业塑造了英国的景观。然而，近年来的变化并非都是可取的。土壤枯竭，水道退
化，自然界一直在挣扎中应对这些变化。在过去的 50 年里，英国的农田物种减少了
600 多种。尽管许多农场在通过行动改变这一趋势，土壤正在得到恢复，大自然开始蓬
勃发展，如果更多的人跟随这一行动的话，便可以扭转自然的退化。英国有 70％以上
是农田，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在景观规模上帮助野生动物。
这个宣言旨在通过确定集体前进方向， 即建立一个自然友好的农业网络，来联合许多
热衷于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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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友好农业网络的工作
•

网络将形成一个强大的社群，为可持续的自然友好农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

网络成员相信农业需要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对农民所进行的环境和自然友好的
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补贴;

•

致力于向广大公众展示农民在生产出丰富的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也可以帮助野
生动物;

•

努力为自然友好的农业产品建立市场;

•

鼓励食品供应链的透明度，使人们做出有依据的可持续食品选择;

•

向决策者展示可持续自然友好农业的价值，确保得到政府和供应链的支持;

•

致力于确保农业政策支持野生动物、可持续农业和对农民公平;

•

将努力制止破坏性的政策和做法，并确保可持续自然友好农业的多重效益;

•

将建立知识库，分享研究成果，提供建议、支持和培训;

•

将探索创新和改进的方法，实现农业、环境和社会效益，同时保留重要的传
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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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by Yuelai Lu of SAIN Secretariat (U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y.lu@uea.ac.uk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IN, please visit: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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